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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月初，筆者前赴香港及深圳等地方，對 HIN1
豬流感肆虐有著親身體會。剛抵香港，新聞報告，有學
生確診豬流感，學校就立即停課。跟著十數日之後，宣
佈全香港小學停課；六月第四周，全香港小學、幼稚園
提早放暑假，中學也有三十多間停課。
教會也受到影響，有一位宣道會的牧師自北美到香

港後立即參加教會的活動，後被確診豬流感，教會立即
停止該主日的集會；全間禮拜堂，徹底消毒清潔。六月
十一日筆者參加香港聖公會聖馬利亞堂的主日崇拜，原
來的聖餐崇拜也因著防疫病散播，改為早禱崇拜；六月
十八日的聖餐崇拜，則作特別安排。信眾如貫排隊，到
達聖壇領聖餐之前，侍從一一在信眾的雙手噴上消毒液。
筆者也有自知之明，自洛城飛抵香港的第一周，盡

量避免探親訪友，因為人們都害怕源自墨西哥和北美地
方的豬流感 HINI 傳染。經五日自我隔離之後，開始探親
訪友及到教會去，甫一見面，就先行自我通報：我經已
自我隔離五天。這可釋對方的疑懼。
    奇怪的是，非但在洛杉磯罕見到人戴上防疫口罩，
就是在飛機之上、在香港及深圳的市面、各大商場和各
種公共交通工具之中，都難見到人們戴上口罩。較之
2003「沙士」禽流感，不可同日而語；那時候，市面水
靜鵝飛，人人盡可能留在家中；若要外出，皆戴上口罩。
    若非前線醫療工作者，又有誰願意終日戴上口罩
呢！戴上口罩，最好還是閉口不語，一呼一吸變得並不
容易。偏偏就是某些國家，某些獨裁、懷偏見的執政黨
團，就要求人民戴上無形的口罩。不要隨便說話，不要
批評這個哪個。若然硬要說甚麼「零八憲章」就給你加
上顛覆政府的罪名。  (後續第 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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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主內熱烈歡迎今天(聖靈降臨後第五主日)領洗的弟兄姊妹：易琪、

王劍鋒、陳強及林文君，歡迎他們成為基督的肢體及聖加百利堂的教友，與

我們一起在此敬拜服侍主，榮耀上帝，共奔天程。他們都是從中國大陸來的

知識青年，在無神論的環境中長大，今朝歸信上帝，跟隨基督，箇中都有各

自的經歷。今天也是一個好時機，讓我們反問自己：作基督徒，所為何事？

諾貝爾獎文學獎得主，並曾於一九二零至二一年間在北京大學講學的哲

學家羅素，於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在倫敦英國世俗學會(National Secular 

Society)作專題演講：為什麼我不是基督徒。其內容後輯印成書。

羅素從哲學層面，宗教層面，及基督徒素養層面，質疑基督教信仰。羅

素先從哲學層面質疑創造者的存在。他認為我們無需假設一位創造者，好讓

我們來敬拜。接著，他又指出宗教的本質：“我認為宗教基本上或主要是以恐

懼為基礎的⋯對神秘的事物，對失敗，對死亡的恐懼”。 然後，羅素也不忘

嘲笑基督徒的虛偽，言行不一。他舉了一例：“⋯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

轉過來由他打⋯ 基督徒並不接受這個準則。比如，我一點也不懷疑現任首相

鲍德温(Stanley Baldwin)是一位最認真的基督徒，但我不會建議你們去打他一

個耳光試試看。我想你們會發現他認為基督的這句話僅僅是一種比喻。”

現藉著回應羅素的論點，幫助我們思想 “作基督徒，所為何事？” 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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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這樣回答羅素，我們之成為基督徒，不是因為思辯才發現上帝的存

在，而是因為上帝的呼召，“若不是差我來的父吸引人，就沒有能到我這裏來

的。”(約翰福音 6:44)。另外，我們之成為基督徒，不是基於在恐懼中求福避

禍的交易，而是接受主耶穌的要求：“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

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路加福音 9:23)。並且，我們坦承在見證上的軟弱，

虧欠了主的榮耀，但我們每主日崇拜時都“求主的聖靈扶持我們，使我們能在

新生命中生活和事奉你。” 我們是靠主的恩典力求上進的。

我們之成為基督徒，因為上帝呼召我們，因為我們願意跟從背十字架的

耶穌，因為我們靠聖靈的扶持力求上進。共勉之。

【接續 封底頁〈編者話〉】
⋯⋯非但要求人們戴上無形的口罩，最好還戴上無形的眼罩。在與香

港一河之隔的深圳，要藉互聯網連上 www.hk.yahoo.com 是不可能的事。
經由報章、互聯網發放的世界各地訊息，特別是以中文發放，未經國家過
濾的，那裡的人民還是要戴上眼罩，不宜觀看。連繫到 cn.yahoo.com，當
然是「由得你」；連上 yahoo.com 也無妨，裡面的是英文的訊息，諒你讀
書少，看不明白外文！
祈求上主除滅流感病毒，潔靜這個世界，也潔淨世上的執政者的心靈；

叫他們行事做人，皆歸真理。更求主賜萬國萬民，皆有熱誠和堅忍的力量，
善用自己的自由，謀求公義與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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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四日同心團契聚會

本堂同心團契於七月四日(禮拜六)晚上六時半在副堂舉行聚會，由副堂長

KK(關競強)主持，歡迎眾弟兄姐妹參加。

七月五日舉行施洗聖禮

國語堂與粵語堂舉行聯合崇拜，當中盧牧師為易琪、王劍鋒、陳強及林文君

施聖洗禮。我們恭賀他們成為基督的肢體及熱烈歡迎他們加入聖加百利堂與

我們一起敬拜服侍主，榮耀上帝。

婦女部七月份聚會預告

婦女部定於七月十二日下午一時十五分在本堂良善室舉行聚會，主題為「隔

熱架 Trivet 工藝班」。隔熱架是餐桌上必備品，自己親手製造更添生活情趣，

請姊妹們踴躍支持，出席聚會；我們也歡迎弟兄們出席。

美國聖公會舉行一年一度全國總議會

美國聖公會將於七月八日至十七日，在本教區 Anaheim Convention Center 舉行

一年一度全國總議會。其間，七月十二日假 St Michael’s Episcopal Church, 311 

W South St, Anaheim, CA 92805 招待小數族裔代表約二、三百人，本堂將與其

他堂區一起負責招待。教友若能夠撥冗出席，擔任本堂代表，又或請纓擔任

義工，請與 Valerie Tam 或盧牧師聯絡。

查經班最新消息

粵語查經班由七月五日開始，將以四堂時間研讀申命記。

歡迎參加主日查經班。粵語查經班逢主日上午十時正在本堂圖書室擧行；而

主日國語查經班則在本堂良善室擧行。

洛杉磯聖公教報七月號快將發行

洛杉磯聖公教報七月號預算印發 15,000 份，歡迎惠登廣告，以助印刷成本。

2x4 吋廣告版面為六十元，詳情請洽盧牧師。

同心團契、國語團契六月六日聯合聚會

凡三十多人參加是晚的聚會。六時三十分開始，美食紛陳，老饕飽足。雁萍

姐妹和張才忠大哥，功不可沒；電話聯絡，購備食物材料，程序安排等費時

費神，多謝兩位，也多謝弟兄姐妹撥冗出席。

聚餐之後，祝曉靈弟兄 (大夫) 為我們主講專題：中醫保健秘笈。與會的弟兄

姐妹獲益良多。 詳見本期月刊【教會生活和教會活動】的照片專輯。

籃球訓練班經於六月六日開課

本堂與核桃市華人第一浸信會合辦之少年籃球訓練班經已六月六日禮拜六開

課。逢週末早上 9: 30a m-12n 上課，直至 七月十一日止。按照計劃，我們在

六月二十日及七月十一日為陪同上課的家長舉行首飾班及剪貼簿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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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部六月十三日舉辦專題講座

婦女部於六月十三日下午一時十五分在本堂良善室舉行聚會。韋林少蘭主持

分享，專題為：骨質疏鬆症的預防、補救與其他疾病的關係。詳見本期月刊

【教友園地】的記敘專文。

六月二十一日戶外崇拜暨父親節慶祝燒烤BBQ餐會

是日上午十一時正，本堂假 ALHAMBRA PARK (500, N Palm Ave, Alhambra, CA 

91801) 舉行戶外崇拜，之後一起 BBQ，慶祝父親節。參加者非常踴躍，扶老

攜幼，共聚一堂。  詳見本期月刊【教會生活和教會活動】的照片專輯。

為美國聖公會於 七月八日至十七日在本教區 Anaheim Convention Center

舉行的全國第七十六屆總議會  (The 76
th
 General Convention) 祈禱：求主使用

該議會，並鞏固、更新和拓展我們在美國的福音事工。

我們感謝上帝呼召他的兒女歸主羊欄，又以人數的加增賜給聖加百利堂

喜樂。請大家為剛領洗，成為聖加百利堂大家庭成員的易琪姊妹，王劍鋒弟

兄，陳強弟兄及林文君弟兄祈禱：求主在前引導和在後扶助我們，使我們能

彼此同心一意事奉主；俾教會各項事工，可以在未來的歲月裡穩步向前，榮

耀主名。

我們為在暑期中旅遊、訪親、進修或求職的人祈禱：求主保護引導他們，

在主的平安中親嘗主的恩典。我們更為那些失業、無助、無望的人祈禱：求

主使他們在窮途中見到主的奇妙作為，重獲盼望。

我們為身體軟弱的人禱告，特別是：蔡余衛民牧師 (The Rev Fran Toy) 、

許璧珍、謝炳迪、關新、蔡澧業，求主醫治他們，賜平安與他們；又求主祝

福看顧他們的人。我們又繼續為甲型 H1N1 流感疫情所影響的地區、政府及人

民祈禱：求主使患病者早日康復，又藉著疫苗成功研製，驅除人心的恐懼，

減縮人與人的疏離。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
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
將你們所要的告訴上帝。
(腓立比書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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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 Theresa 盧善文 7 月 4 日 CHEN, Ning-Yu 陳寧宇 7 月 23 日

TAM, Valerie 譚陳慧 7 月 4 日 CHAN, Philip 陳錦華 7 月 24 日

MAK, John 麥懷炯 7 月 12 日 WONG, Grace 王從欣 7 月 25 日

MAN, Tonson 文華東 7 月 12 日 MAN, Sylvia 文美圓 7 月 30 日

LI, Leonard 李國亮 7 月 13 日 TAM, Derrick Matthew 譚晉宇 7 月 30 日

MARK, Susan 麥鄺淑新 7 月 18 日 WAI, Christine 韋建樂 7 月 30 日

HONG, Vu 洪世武 7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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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年前，我巳驗出有嚴重骨質流失現象(仍未到骨質疏鬆症程度)， 因此

接受安排往見骨科醫生，但日期是排在兩年後。此期間如何防止骨質繼續流

失呢? 這是逼不及待的課題。我努力尋找有關骨質疏鬆症的資料及學習如何

預防及補救。

今年年初再檢查，與前两次比較，結果相差不多，即骨質沒有繼續流失。

我告訴自己仍須努力，希望有朝一日證實骨質增加是有可能的， 不是笑話。

多謝婦女部安排機會，讓我和大家分享經驗。若然有弟兄姊妹巳得骨質

疏鬆症，無須害怕，骨的代謝作用無時無刻都在進行中，令成骨細胞增強，

破骨細胞減弱吸收；若然兩者保持平衡狀態，骨質及骨量就不至流失。 以上

情况不能單靠多吃鈣片便能達到，這是一個生活形態，須在日常生活中切實

行出來。

現將上星期的分享內容簡要的記錄下來，希望與未能參與座談會的弟兄

姊妹一起分享經驗。

預防骨質骨量流失方法﹕

(一) 藥療—須請教家庭醫生或骨科醫生。

(二) 多運動--兒童、中年、和成年早期的成骨細胞活性較強， 峰值骨量在

３Ｏ歲左右出現。所以特別要注意營養均衡及運動。不論年齡，喜愛運

動的人會有以下好處<1>其骨量會較高及骨形成會較快；<２>改善骨骼

強度，有效預防骨折 <３>若多做户

外運動，如游泳、水中運動、乒乓球、

太極、跳舞、六通拳、和步行等，可

以 充分吸收陽光，幫助皮膚合成維

他命 D，增加人體攝取鈣能力。

(三) 食療--<A>减少鹽的份量；多糖、高

疍白飲食，如飲大量汽水、果汁，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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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量肉類等都會令血液呈酸性，令骨內鈣質易流失；<B>多吃含鈣、鎂、

磷、和維他命 D,K,C,B 雜等食物，如牛奶、酸奶、乳酪、 乳製品、 豆

腐、 腐皮及豆漿等黃豆製品；此外，也須適量進食綠葉菜、 花菜、 韮

菜、 海帶、 紫菜、 昆布、 核桃、 黑白芝蔴、 花生、紅豆、 黑紅糙

米、小米、燕麥、粗米漿、蝦米、蝦皮、淡菜、牡蠣、菇類、黑白木耳、

淮山、蓮藕、桑寄生、蕃薯、豬骨、蹄膀、 魚、雞蛋、雞脚、牛筋、 牛

尾、帶骨沙旬魚等等；飲茶也有效用。◎

在慕道學習班中的思考     學子

盧牧師主持的慕道學習班不斷激發我們這些慕道者和主內的嬰兒思考。大家

都希望自己能成為一個被主召喚的、自覺的基督徒。以下是在學習中提出的

關於“宗教信仰”的幾個初步問題：

1．甚麼是信仰？又甚麼是宗教信仰？

2．人類為甚麼有宗教信仰？人們從古到今不斷追尋宗教信仰，為甚麼？

3．我們為甚麼要信基督教？

這些問題可從下面三個方面去思考：

A．人生的意義和價值

在人生的關鍵時刻，在生命歷程中的重大抉擇時，在性命攸關時，在日常

生活、工作、人際關係暫緩靜思時，在病痛和苦難中，人們常常會問：生

為何？死何往？苦(罪孽)怎脫？為甚麼？

B．人類生命的奧秘

1．為甚麼我們每個人都有：

   ○1 自我的獨立生命；○2 自主的權利和能力；○3 自覺的悟性和靈性。他

們又是從何而來？

2．為甚麼人類都有追求“完美”的慾望：更多、更好、更美的財富，權力，

智慧和人緣？而我們又無法真確地判斷，無法自我節制，無法自救，

為甚麼？

3．人類還有追求完美，探索真理，尋根求源，禮

拜神靈的意向。為甚麼？從古到今，各個時

代，各個民族，各種文化，不同的文明階段，不

同的社會階層，都會認同人類良知和追求永恆的

生命。然而，我們的知識和科學總是有限的，從

中得不到終極的答案。人類的追尋卻永無止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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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

C．宇宙的奧秘

1．人類賴以生存的宇宙有多大？從何而來？誰來主宰？

2．這個宇宙那麼和諧有序，似乎有其目的和必然性，個中道理何在？人

類的智慧和科學可以洞悉這一切嗎？

3．在我們這個世界，在超然存在的領域裡，人類可以尋求甚麼？又得到

甚麼呢？

讓我們一起去探究和思考。

                            

上週日，在教會崇拜完畢後，《佳音》總編梁金培弟

兄與筆者約稿，一併談及我家族的數代基督徒背景，和我

在無神論者管治的中國大陸工作、生活，與堅持對基督的

信仰的經歷。他希望我能翻閱舊相冊，多找一些有關的照

片刊登在月刊中，好幫助作見證。十分遺憾的是，舊相片

在那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已是焚燒殆盡，所餘無幾；但卻歪打

正著，掀出了近年來困擾心緒的餘憶殘影，⋯⋯。所以我鼓足勇氣，重拿拙

筆，以奉讀者。

聖經告訴我們："凡父所賜給我的人必到我這裡來；到我這裡來

的，我總不丟棄他。"(約翰福音第六章 37節)。近年來，筆者身邊

發生的幾件事，足以見證上帝所應許的恩典是何等的真實和奇異。

我的祖父母共生養了八個兒女，父輩兄弟姐妹也和我們這代一

樣，嬰兒時已經受洗成為基督徒了。童年和少年時，我們都在父母

的帶領下，在教會中成長和走進社會，但都處身于"無神論者"的管治範圍內，

求學、工作、升職等，我們都成為了另類；其中的壓逼和歧視，是沒有此種

經歷的人所難以想象的。為求生存和安穩，很多信仰基督的人，只能把神深

藏於心裡，不敢與教會親近，甚至不敢讓別人知道，唯有默

求上帝赦罪。直到改革開放的年代，這種情況才漸有改善。

去年,我突然收到廣州堂妹的深夜來電。妹在電話中哭

泣說：“⋯⋯父親(即我的八叔)已因病去世，臨終遺願卻

是希望能按基督教儀式舉行葬禮。⋯⋯因他極少去教會，

http://www.pdfonline.com/easypdf/?gad=CLjUiqcCEgjbNejkqKEugRjG27j-AyCw_-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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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恩典樣樣都要數，主的恩典都要記清楚；主的恩典、
樣樣都要數，必能叫你希奇感謝而歡呼。』 (聖詩：數算主
恩)

歡迎閣下提供有關教會生活的照片，並請附上簡短的文字說
明，藉以見證主恩。

所以我也難以向(當地)教會啟齒，不知如何是好！”我聽了也為之愕然，大

感意外。我的這位叔父過去是謹小慎微的人，莫說與上帝親近，就因為他父

親(即我祖父)曾在北伐軍中當過國民革命軍上校軍醫院長的歷史，而從不見

面；甚至祖父去世時，他也不參加葬禮，與弟兄姐妹也極少往來。這臨終遺

願，如果不是聖靈感召的話，真是無從解釋。況且我父親和二叔這兩房人全

都在美國生活，過去所熟悉的中國大陸牧師有的已去世，又或已退休，真有

些愛莫難助。無奈，只得用電話與我大哥和巾雄妹商量。

更奇異的恩典是，大哥告訴我說：“⋯⋯在台山

生活的媳婦是基督徒啊!她十分熱心教會的事

工⋯⋯。”這又是匪夷所思的事，姪婦是我們離開大

陸才結婚嫁入吳家的。娘家信佛教，未曾經受吳家信

仰影響，竟然她也接受了上帝的揀選，成為了一個熱

心的基督徒。當她接到美國電話後，即邀請台城光德堂(台山基督教三自愛國

委員會)牧師和整個聖詩班，長途拔涉到廣州為八叔舉行了一個莊嚴而體面的

葬禮。

無獨有偶，今年四月，又接到在佛山的堂兄妹來電話，六叔也因病辭世

了。與八叔同樣的歷史原因，他一直與教會疏離，然而臨終遺願也相同。於

是我那位“基督徒資歷”甚淺的姪婦再為上帝熱心作工，同樣由台山帶牧師

和詩班到佛山為六叔舉行了基督教葬禮。

感謝恩慈的天父，他堅守“永不丟棄”的諾言，用奇異的恩典引領我姪

婦成為熱心的基督教徒，同時把我的兩個長期疏離天父的叔父接返天家。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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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洛城居住了 44年，每年都會外出走一遭（無論是長途還是短途，也不
拘甚麼形式）；這也就是我們家一年一度的“例行 vacation”（好友們都知道
的）。可是，近來每逢被人問到「今年準備往那裡旅行去？」我的回答（也可

以說是標準的回答）是：「今年不準備出外旅行了！」為什麼？原因有很多，

最重要的： 年事高（鄙人今年已經八十有二）的人，很怕長途飛行，體力
不堪負荷呀！（我每次旅行，祇能乘坐經濟客艙；抵達目的地了，待下機時，

雙腳就會脹大起來，有時甚至連穿鞋子都有困難。） 怕時差（短時間內，
精力不能調適，享受變成受罪）。 走路有困難：自己“噸位”重、平日欠缺運
動，走起路來非常緩慢、跟不上“隊”。 “同伴”難找。（年紀大的人毛病比較
多，旅遊期間沒有相互照應的人，對旅遊缺乏信心。基於以上這許多顧慮，

等到想要旅遊時，自己就會告訴自己：「出外旅遊有太多的不便，不如躲在家

中“煲”－看旅遊的 DVD較為實際。」）

不過，有些事情往往是會出人意表的！肥表（Phebe）近幾年頻頻出外旅
遊，有幾次剛遊完，回來後接著又再出門。最近一次、雙腳剛踏進家門，沒

幾天，她對我說：船遊往加拿大七個夜晚，在 LA 上船和落船，價錢便宜到
難以令人置信（兩人同行，開銷才總共八百蚊－$800.00 有找），你是否有興
趣？” 對旅遊本已心如止水的我，一聽價
錢，就被誘惑得難以擺脫，於是立刻撥電

話訂船票。船遊對老人家（尤其是行動不

十分方便的）提供了很多方便。（ 不須
搶時間趕船追車。 不用每天執拾行李。
 食品豐富，種類繁多，可以開懷暢吃迎
合自己口味的東西。 歡喜的時候上岸遊
覽，心情不好的時候，就算留在船上還是

有很多可以消磨時間的節目。 每個晚上，船上的劇場有各形各色的演出。
以上這些好處都不用再多化一毛錢、全部都包括在那一張船票裡了！）我放

下電話，跟著告訴朋友們，想他（她）們即時跟進，也可以“執到著數”（享受
到便宜）。可惜、“八百蚊－$800.00有找”的價碼不再，船公司已經“坐地起價”
了！令買不到船票的朋友“流哂口水”、甚至“恨得牙癢癢”的。          

我也曾很多次作 Cruise“船遊”（一般人稱作“遊河”），有兩次且與我們教
會的活動有關，對這個方式的旅行並不陌生。從前大多數“船遊”都是前往墨西

http://www.pdfonline.com/easypdf/?gad=CLjUiqcCEgjbNejkqKEugRjG27j-AyCw_-AP


14

哥，只兩次是例外，那是往亞拉斯加和遊長江，對“船遊”稍有經驗。這次乘搭
Royal Caribbean公司的Mariner of the Sea號遊船，這艘船原來的航線是沿太
平洋往南、向墨西哥方面走。近來因“豬流感”的關係，為了乘客的安全與放心，
改為沿太平洋向北走，直到加拿大。行走的路線是這樣：第一天下午在 LA上
船，第二天午間到三藩市（San Francisco），第三天全日海上航行，第四天上
午到加拿大卑詩省的域多利（Victoria），第五天早上回到華盛頓州的西雅圖

（Seattle），第六、七兩天整日都在海上航行，第八天早

上返回 LA，前後共八天七夜。（在上述三個城市停舶
期間，乘客們上岸或留在船上、適隨尊便。）兩人同房、

實價是$770.30。每人只需付三百三十多元（包稅）。

我們由訂位到出發，相隔不足兩週；因為是船遊，

只要有護照，沒什麼重要的東西需準備。出發那天，大兒子和孫女兒送我們

到碼頭，抬頭一望今次我們要乘搭的輪船，有如－座小山般聳立在碼頭旁；

這是一艘龐然大物、巨無霸。我對船遊雖不陌生，不過從未乘坐過這麼“大”
的輪船，記憶中、最大的都不曾超過八萬噸。而 Mariner of the Sea號是一艘長

一千多尺，重達十三萬八千噸，可以接載三千位以上乘客的大遊輪。輪船雖

說是 2003年建造，但 07年進船塢再度更新改裝過。（在目前最大遊輪的排行
榜中，它只能“敬陪末座”，世界上還有很多艘比她大的；其中最巨型的，也是
同公司擁有的大姐姐，名為" Oasis of the Sea "，噸位重達二十二萬，幾乎大她
一倍。）

我們從一樓走進船裡，先到七樓尋到自己的房間。入房內一看、最當眼

的，竟然是一張 king size床和一個大窗，窗檯是一張沙發，轉角處又是另一
張沙發，兩椅之前放著一張茶几。坐在窗檯向外一望，對面的上、下、左、

右，也是一排排、一列列同款式的窗子。當行李安頓好後，我們走出房間隨

意“八一輪”（瀏覽）。

原來這艘船的設計很創新，亦是一個新嘗試。一、二樓是進出口，三、

四、五樓的前部（船頭）是大劇院；後部（船尾）是三層樓的大餐廳。此外

還有溜冰場館、畫廊、舞廳和賭場，都設在三樓和五樓之間。五樓是一條街

道，街道的天花板是 9或 10樓的樓底。街道用磚與石砌成各式各樣的圖案，
兩旁有咖啡廳、供應的是華盛頓咖啡，三間酒吧、又有雪糕、三文治和比薩

（意大利薄餅）店；另有幾間免稅化妝品、酒舖、紀念品和各式精品店……
等。街道的中心更有一道樓梯走下四樓的賭場。街道前、後的盡頭，每邊有

八部電梯，上下樓非常快捷，很少看到擁塞的現象。商店與酒吧之上就是客

房，站立在街上看到上面幾層樓全是一排排的大窗，跟一般城市的街道很相

似。七樓有一間圖書館，很清靜。坐在單座的大沙發上看書或讀報，是一種

難以形容的享受。十一樓的中部是游泳池和按摩池，兩旁擺滿了椅子，前後

有兩個大酒吧。船頭是健身房和按摩、理髮服務等各樣設施。十一樓的船尾

15

是差不多全時間開放的特大餐廳，裡面的餐點種類繁多，可說包羅萬有。餐

廳的頂部有籃球場、小型高爾夫球場和攀石場等……。遊戲房則設於十四樓
的尾部，房內藏有很多不同型式的 games，連麻雀牌、籌碼……等都不缺。再

走上十五樓就是一間結婚小禮拜堂。

晚餐時、我們選的是第二輪，飯後不久已有

倦意，所以休息比較早。一宿無話，第二天午間

船到達三藩市（San Francisco），它靠泊在 39 號
碼頭右鄰的遊輪碼頭。對我來說、三藩市已沒甚

麼太大的吸引力，很多著名的景點早“光顧”過
了，原就不打算上岸。船靠碼頭後，但看見鄰近

的 39號碼頭上人來人往，便打算行走幾步，到那兒逛逛。下了船走進碼頭，
未入檢查站前，不經意地舉頭向旁邊一望，這才曉得要到 39號碼頭還有一段
不短路程要走呢！於是，要過去的意念隨即被“刪”掉了，我們立時轉身走回船
上。

第三天、遊船全日在海上航

行，女士們有自己的節目，在 14樓
的遊樂園作“手談”（玩麻雀牌）。我
除了逛街、看報章雜誌外，自然也看

電視；不然的話，在 11樓的“懶佬椅”
上晒太陽，亦一樂也！

第四天中午，船開抵加拿大卑

詩省的省會域多利－Victoria。【葉
敬熙牧師在生的年代，我們到溫哥華

訪問過很多次。1986年的世界博覽
會，我們夫婦與兩個“小”兒女（雖然
說“小”， 當年最小的亦已高中畢業

了）從溫哥華開車到西雅圖住宿一晚；次日晨早，連人帶車乘渡輪到域多利。

在那裡、我們參觀了省府大樓、博物館及鄰近的名勝，更在“大酒店”的大堂“歎”
過下午茶。我們在域多利住宿了一夜，第二天再參觀

Butcharts Garden（布查花園）後，開車到 Nanaimo
乘渡海輪回北溫哥華。】記憶中，域多利的城市範圍

不大，但很清潔；街道上繁花處處，顏色艷麗。布查

花園是這裡最有名氣的景點，到域多利而不光顧布查

花園，有如“進入寶山空手回”，會成為一生的憾事！
我對布查花園的花木佈局，記憶尤新，早已不打算再進園參觀了。          

（未完，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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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粥”，顧名思義，指有甜味的粥，是人們經常食用的粥品，尤其在夏
季，更受歡迎。

其做法與鹹粥的做法有差別，也有相同：（1）煲“甜粥”不用食油。（2）
糖，包括片糖、冰片糖、冰糖、砂糖等等，一般都在粥煲好才放入。（3）大
多數材料都用水浸泡一段時間才煲，例如：粘米、糯米、麥米、小米、紅豆、
綠豆等等要浸泡二小時以上，茨實、苡米、蓮子也要用水浸泡過。除個別情
況，一般要用涼水來浸泡材料。（3）如果要煲的粥是用多樣材料，就要依據
各樣材料的受火特點分先後放入粥鍋。（4）同煲鹹味粥一樣，煲甜粥可以是
明火粥，也可以用電子煲。（5）甜粥可以熱吃，也可涼吃、凍吃。

以下介紹幾款甜粥的做法，以供參考：
 海帶綠豆粥：（1）用料重量的比例：米二份、綠豆三份、用水發好的或新
鮮的海帶絲一份、片糖 15 份。例如：用米 2 安士、綠豆 3 安士、發好的海
帶絲 1 安士，煲成粥後大概要用糖 15 安士調味。陳皮的用量，一小片即夠。
此粥也可以用綠豆和海帶絲，不用米，綠豆的用量可以加至五份。（2）米、
有皮綠豆、海帶絲、陳皮，分開洗淨並用凍水浸泡。（3）燒滾水，放入米
和陳皮，猛火煲滾後轉慢火煲半小時，放入綠豆，猛火煲滾轉為慢火煲至粥
成，下海帶絲，煲十分鐘，下冰片糖或白糖調至你認為適當的甜度，粥再滾
起即停火。（4）綠豆也可以用無皮綠豆，如果用無皮綠豆，同樣要用凍水
浸泡過，下鍋的時間侍粥煲至一小時後才放入。（5）此粥具清涼解毒之功，
若要增強此功效，可加臭草，與綠豆同下。其用量與海帶絲相同。

 八寶粥：（1）茨實、薏米、白扁豆、去心蓮子、淮山、紅棗、園肉、百合
各 1 安士，混合洗淨並用水浸泡；米 3 安士，洗淨並用水浸泡二小時。（2）
將茨實等八樣藥材放入鍋內並加入水適量，煲半小時，加入米再煲成粥，用
冰糖調味即成。（3）此粥對體虛乏力、泄瀉、失眠、口渴等有療效。

 糯米麥粥：（1）糯米 5 安士洗淨用水浸透，麥米 3 安士、花生米 2 安士混
合洗淨用水浸透。（2）先在鍋內放入適量的水燒滾，放入麥米和花生，煲
至麥米將開花時，加入糯米煲至粥成，用大約 1 磅半冰糖調味即成。（3）
若有小孩脾胃虛弱、自汗神疲；婦女心神不寧夜睡不熟等，常吃此粥具較好
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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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根據美國農業部研究表明，藍莓是含抗氧化物質最高的水果，
排在第二名的是小紅莓，其次是黑莓和草莓。莓的顏色來源于花青素的色素，
抗氧化物質可以中和自由基。這種自由基可以引起慢性疾病的，如癌症，心
臟病等。莓，特別是小紅莓還可以防止尿管感染。

六、紅薯
要想你的飲食有所改善，那麼你應該在你的飲食中加入紅薯了哦。這種甘甜
的食物，含有大量的抗氧化劑，植物化學物質，包括 β-胡蘿卜素；維他命 C
和 E；葉酸；鈣；銅；鐵；和鉀。紅薯裡的纖維促進消化道的健康，其中的抗
氧化劑在預防心臟病和癌症發揮了作用。
紅薯的天然甜味使得即時不添加任何的調料，烤出來的紅薯還是那麼美味的。
七、西紅柿
夏天這些紅透的西紅柿給充滿了香味和番茄紅素-一種可以幫助防止某些癌症
的抗氧化劑。同時西紅柿還提供了豐富的維生素 A 和 C，鉀，和植物化學物
質。每餐都吃些西紅柿，是很好的。生吃，熟食，切片吃等都可以，你可以
拿來當作小吃。將菠菜和奶酪還有西紅柿一起可以做出很美味的一道菜哦。
八、豆類
這類食物很營養，它們都含有大量的植物化學物質；無脂肪，高品質的蛋白
質；葉酸；纖維；鐵；鎂及少量的鈣。豆類獲取蛋白質的好食物，而且也是
那些低熱量素食的最佳選擇哦。
定期的吃一些豆類，做好飲食計劃，以幫助你降低患某些癌症的可能性，降
低血液中膽固醇和甘油三酯水平，穩定血糖。從豆類中，你一般不會攝取到
大量的熱量，這樣豆類就可以在幫助你控制體重上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了哦。
當你要做沙拉，煮湯或燉湯的時候，別忘了加入一些豆類制品。
九、堅果
我們都知道堅果含有大量的脂肪。但是堅果是很健康的一種食物。無論是單
未飽和還是多未飽和的，都可以幫助降低膽固醇水平，並有助于預防心臟病。
要想獲取大量的蛋白質，纖維，硒，維生素 E 和維生素 A，堅果也是一個很
好選擇。
小部分堅果能增加能源和克服飢餓，可以幫助減肥者正常飲食。當然了，堅
果含大量的卡路裡，而且你很不小心的時候，會忍不住吃太多的堅果哦。所
以享受堅果，但須注意不要吃過多哦。每天最多只能吃一盎司，大概就是 28
顆花生，或 14 個核桃或者是 7 個巴西堅果。
十、雞蛋
研究結果表明，飽和脂肪(雞蛋中含量很低)在升我們的血液中的膽固醇時，發
揮的作用比膽固醇更大。
雞蛋高含低價高質的蛋白質，同時也含有類胡蘿卜素，葉黃素，膽堿和
xeanthin。其實雞蛋是很好的膽堿來源物，膽堿是一種必需的營養素-特別是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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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婦來說，這種營養素更為重要了。研究表明，雞蛋提供的一些成分，可以
促進眼睛健康，並有助于防止老年性黃斑變性，防止老年人的失明現象。
美國心臟協會已經對雞蛋的價值大家贊賞，推薦大家每天都吃雞蛋。當然了
你每天都必須控制膽固醇攝入量為 300 毫克。如果你可以做到這點，那麼你
就可以每天都盡情享受一個雞蛋了。◎

19.  這時候 神用祂的意念充滿了我，我就被充滿，祂許可我去觸碰祂的心，
讓我體會祂多麼愛世人，真是難以相信的愛! 我甚至無法領受，祂那巨大無比
的愛，我們小小的身體真是沒有辦法承受。 我們都愛自己的妻子和兒女。 然
而不論多麼愛，一點兒也無法和上帝給我們的愛相比。 祂的愛是無限大地 超
過我們的愛。
詩篇 36: 5「耶和華阿、你的慈愛上及諸天」 愛是從 神而來，地獄裏絕對沒
有愛。
以弗所書 3: 19「基督的愛是過於人所能測度的。 」
你無法用有限的知識，去瞭解祂那無限的愛，那遠遠的超越我們的愛，祂甚
至願意單單為一個人，不要去地獄而死。 只要有一個祂造的去地獄，祂的心
就非常的傷痛。
主流淚看著每一個去到那裏去的人，祂的心很痛，我為主感到非常難過。 我
就想，我必須要用盡我每一個氣息去為祂做見證。
然後祂說 :「告訴他們，我很快、很快就要再來」
祂又再說一次，「告訴他們，我很快、很快就要再來。」

(下期再續)   莫遲疑

We would like to extend our warm welcome this Lord’s day (the fifth 
Sunday after Pentecost), through the holy sacrament of baptism, for the new 
sister and brothers in Christ: Qi Yi, Jian Feng Wang, Qiang Chen and Wen 
Jun Lin. We are now a member of Christ’s body and a member of St. 
Gabriel's Church. We are here, as fellow pilgrims, to worship and serve our 
Lord, to glorify His name. They are all young intellectuals coming from 
mainland China, brought up in an atheism background. Now that they 
convert to Christ on their own free will, so today is also a good opportunity 
for us to explore a fundamental question- Why am I a Christ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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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trand Russell, a Nobel laureate in literature, and lectured
philosophy at Beijing University from 1920 to 1921, gave a lecture on 
March 6, 1927 at Battersea Town Hall of the National Secular Society. The 
subject of his lecture was: Why I am not a Christian. The lecture notes were
published later.

Russell attacked Christian faith from 3 perspectives: on philosophical 
level, religious level, and Christian witnessing. Firstly, Russell questioned 
Christian faith on the argument for the existence of the creator. He 
advocates that we do not need to presuppose a creator to worship. He then 
pointed to the essence of religion. He said, “Religion is based, 1 think, 
primarily and mainly upon fear… fear of the mysterious, fear of defeat, fear 
of death. Next, Russell has not forgotten to ridicule the hypocrisy of 
Christians, he cited an example: “...whosoever shall smite thee on thy right 
cheek, turn to him the other also…but it is not a principle which as a matter 
of fact Christians accept. I have no doubt that the present Prime Minister, 
for instance, is a most sincere Christian, but I should not advise any of you 
to go and smite him on one cheek. I think you might find that he thought 
this text was intended in a figurative sense.”

By responding to Russell’s argument, we are given a chance to reflect 
on the essence of being a Christian. Firstly, for the existence of God, we 
may respond that we come to God, not because of arguments or thoughts, 
but because of God's calling- "No one can come to me unless the Father 
who sent me draws him,” (John 6:44). Next, we come to Christ, not because 
of fear, not because of a deal, but to respond to our Lord’s command: “If 
anyone would come after me, he must deny himself and take up his cross 
daily and follow me.”(Luke 9:23). Moreover, we admit that quite often our 
witness fails to reflect God's glory, yet we are striving to improve ourselves 
in God’s grace. Every Sunday in the worship, we earnestly ask God to 
“uphold us by your Spirit that we may live and serve you in newness of 
life,” We do not pretend to be saints, but we are trying to be a better 
Christian every day.

We come to Christ because God calls us, because we are willing to 
follow Christ who bear our cross, because we are striving to be a better 
Christian every by the help of the Holy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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